
壼之美---台灣當代陶藝壼展 

展覽介紹展覽介紹展覽介紹展覽介紹    

隨著飲茶風氣的興盛，台灣陶瓷茶具的製作日趨精緻，尤其是陶藝壺的創

作，愈發體現能當代陶藝與飲茶文化的融合。  

由於歷代喫茶方式不同，相對地延伸出不同的茶具風貌。茶具伴隨著飲茶

產生，喫茶，不僅只是解渴，而是代表一種生活方式，所形成獨特的文化背景；

製壺者，不僅要能對於茶學品飲有所理解，同時對陶瓷的工藝技術有所掌握，融

合兩者，才能製作出實用與美觀兼具的壺具。  

此次「壺之美─台灣當代陶藝壺展」的展出，便是希望能從陶藝壺中，看到

陶藝創作的多樣化與可能性。若從實用性出發，看到是壺的基本形式─流口、壺

蓋、提梁兼具，強調壺的實用功能與陶藝的高超技巧；或者觀看壺的藝術性，可

以看到充滿嘗試性質的壺，把「壺」當作一種創作形式、容器的概念，呈現作者

創新手法；而兼具壺的實用性與個人獨特風格，融入飲茶生活與工藝美學的陶藝

壺，更是使用者與創作者的共同理想。  

    為歡慶弘光科技大學新學期的開始，特別聯合張繼陶、曾明男、蔡榮祐、王盛

辰、劉鎮洲、王明榮、鄭永國、唐國樑、吳祈和、沈東寧、李懷錦、范仲德、陳

明輝、李柏漢、陳國能、翁國珍、吳智仁、李淳雄、宮重文、施惠吟、林永松、

林重光、廖瑞章、李幸龍、吳建福、黃正欽、李明松、吳金維、王明發、陳淑耘、

陳鏡、楊秀足、何新智、蘇文忠、趙勝傑、劉小評、宮敏、張清淵、阮俊隆、梁

冠英、邵婷如、林境棟、連炳龍、呂佩菱、陳威恩、林春輝、鄭德勇、陳佳妙、

李賢治、方柏欽等五十位陶藝家作品，可以同時看到台灣陶藝壺的不同風格，體

驗壺之美。  

    此次展覽的展出，十分感謝台灣當代陶藝館游博文先生，不僅提供個人對於

當代陶藝研究心得、參與作品的選件，並且慨然提供珍藏陶藝茶具，使得展覽得

以順利展出；行政院農委會茶葉改良場茶葉推廣中心提供製茶的相關資料，豐富

展覽內容，在此一併致謝。 



藝術家介紹藝術家介紹藝術家介紹藝術家介紹    

宮敏宮敏宮敏宮敏    

1927  出生 

1995  應邀參加台灣省社教文化基金會舉辦之＂台灣當代陶藝展－形的表現＂ 

展覽：作品曾參加多次聯展 

方柏欽方柏欽方柏欽方柏欽    

國立台灣藝術學院工藝系陶瓷組畢業 

2000  中華民國國際陶瓷雙年展入選 

2001  美國密蘇里州 ozarks 學院駐校藝術家 

創作理念創作理念創作理念創作理念    

        嘗試在日常生活的實用器皿中，傳達人為物與自然物並存的想法及狀態，利

用模製的工業化零件與自然型態作為語彙，加上柴窯自然傳統的燒成效果，結合

整件作品。 

作品製作方式作品製作方式作品製作方式作品製作方式    

用土：陶土、瓷土 

成形：土條成形、土板接合、壓模成形、拉坏成形 

燒成：鳳凰式柴窯 1280
0
C 以上 

李賢治李賢治李賢治李賢治    

1972  年生 

      協和工商美工科畢 

1998  台北陶朋舍聯展 

      高雄岡山陶坊聯展 

2000  設立工作室於宜蘭 

2002  南洋陶藝聯展於新加坡 

入選：全省美展 

      府城美展創意獎 

      台北陶藝入選 



林境棟林境棟林境棟林境棟    

1968  生於高雄縣美濃鎮 

1987  高職畢業 

1988  開始接觸陶 

1990  岡山陶坊研習陶藝並與李永焜專研陶壺製作 

1991  景陶坊陶壺聯展 

   龍心百貨陶壺聯展 

1992  成立東門窯 

   三陽喜美主辦的義賣陶展 

   積禪藝術中心展示 

連炳龍連炳龍連炳龍連炳龍    

1970  生於台灣省台中縣 

1989  省立大甲高中美工科陶瓷組畢業 

1992〜1995  "如苑陶坊" "逸塵陶藝工作室"陶藝創作 

1995  成立龍山陶藝工作室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1994  台北國際陶瓷博覽會邀請展 

      台中縣文藝季邀請展 

1996  台灣陶藝展邀請展 

      應邀出品八十五年文藝季地方美展 

      應邀全國文藝季陶藝名家作品聯展邀請展出\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1997  參加現代陶藝嘉年華會──中友百貨藝廊 

得獎得獎得獎得獎    

1992  第四十七屆全省美展省政府獎 

1993  第五屆陶藝雙年展銀牌獎 

      第四十八屆全省美展優選 

1996  第一屆台灣陶藝展傳統組特優獎 

      第一屆台灣陶藝展現代組入選 

典藏典藏典藏典藏    

台灣省立美術館典藏 

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典藏 



鄭德勇鄭德勇鄭德勇鄭德勇    

1985  師事劉瑋仁老師習陶 

1987  至水里蛇窯習陶 

1991〜1993 於台北逸清陶藝教室從事陶藝教學及推廣 

1991〜1996 參加逸清藝術中心壺說八道 "年年有魚" 等多次聯展 

1995  參加岡山陶房開幕首展 "壺" 的聯展、成立個人工作室於台北,北投 

   參加當代陶藝香爐大展─當代陶藝館 

陳威恩陳威恩陳威恩陳威恩    

1965  生於台南市 

1989  於台北成立圭窯陶藝工作室 

1999  成立圭窯柴燒陶藝學會 

1999〜2001 圭窯柴燒陶藝學會會長 

得獎得獎得獎得獎    

1988  第二屆雙年陶展入選 

1994  台南市地方美展「書寫的可能性」入選 

1997  台南市「府城美術展」創作獎 

2000  南投縣第一屆南投縣陶藝獎入選 

個展個展個展個展        

1994  於台中市春稻藝術坊－龍心店個展 

1996  高雄積禪藝術中心「96普普陶展」個展 

1997  國立成功大學鳳凰樹藝廊個展 

呂珮菱呂珮菱呂珮菱呂珮菱 

1970  生於高雄市 

1994  國立藝專美工陶瓷組畢 

1995  台灣省社教文化基金會舉辦之"台灣當代生活陶藝展" 

   台灣省社教文化基金會舉辦之"台灣當代陶藝展 -- 形的表現" 

   台灣省社教文化基金會舉辦之"台灣當代陶藝展 -- 色的表現" 

1996  參加小品雕塑展─當代陶藝館 

   參加當代陶藝香爐大展─當代陶藝館 

   參加苗栗縣 85年全國文藝季山城陶源─全國陶藝作品聯展 

1997  參加現代陶藝嘉年華會──中友百貨藝廊 

      形彩躍動陶藝展──當代陶藝館 



林春輝林春輝林春輝林春輝    

1965  生於台灣省嘉藝市 

1985  東吳高工美工科畢業 

1997  高雄縣立文化中心邀請展 

1997  高雄市環球經貿聯誼會邀請展 

1997  台中陶林悅舍個展 

1997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個展 

1997  南投縣立文化中心個展 

1997  花蓮縣立文化中心聯展 

1997  桃園縣立文化中心個展 

1998  當代陶藝館個展 

張清淵張清淵張清淵張清淵    

1960  出生於台灣省屏東縣 

1980〜1983 國立台灣藝術專業學校，美工科工藝設計組畢業 

1988〜1991 藝術碩士，美國工藝家學校羅徹斯特學院，主修陶瓷雕塑。 

獲獎記錄獲獎記錄獲獎記錄獲獎記錄    

1983  雄獅美術新人獎 

   台北市立美展    優選獎 

1984  台灣省立美展    優選獎 

   法國國際陶藝展    入選獎 

   台北市立美術管館陶藝推廣展    實用陶藝第三名 

   台北市立美術管館陶藝推廣展    傳統陶藝第三名 

   台北市立美術管館陶藝推廣展    非實用陶藝第二名 

1985  台灣省立美展、台北市立美展    優選獎 

1991 〝Scul pure 91〞戶外景觀雕塑展，紐約州州立公園 Highland Park 永久收藏 

1992〜〜〜〜1993 年度最傑出藝術家獎，美國馬利蘭州州政府頒，最高講獎金 6000 美元 

展覽記錄展覽記錄展覽記錄展覽記錄    

1991  美國馬利蘭州巴爾第摩陶藝教育中心藝廊個展 

1997  台北縣利文化中心個展 

1999  線性的延續－張清淵個展  景陶坊陶瓷專業藝廊 

2000  陶趣‧喫茶－現代茶壺茶具聯展  景陶坊陶瓷專業藝廊 

2002  臍帶關係－張清淵個展  景陶坊陶瓷專業藝廊 



趙勝傑趙勝傑趙勝傑趙勝傑    

1970  生 

僑泰美工科畢 

師事陳彩雲、王英信 

1990  作品入選省展 

1991  作品入選國際陶藝雙年展 

1992  在春稻藝術坊舉辦個展 

1994  在中市文化中心舉行陶壺、陶藝個展 

李柏漢李柏漢李柏漢李柏漢    

1959  出生    

嘉義華南美工科畢 

中華民國陶協會員 

1990  習陶於永和陶藝家 

1993  第一屆陶藝節聯展 

1994  第二屆陶藝節聯展 

      北縣文化中心陶藝季聯展 

蘇文忠蘇文忠蘇文忠蘇文忠    

1970  生於台北縣 

1989  大甲高中美工科畢業 

1992  京華藝術中心“壺仙正傳＂聯展 

      台中龍心百貨創作壺展 

1994  當代陶壺創作展 

1995  台中耕讀園聯展 

阮俊隆阮俊隆阮俊隆阮俊隆    

1962  生於台北 

1992  學陶 

      工作空間構成 

      壺說八道聯展－逸清藝術中心 

      時與鐘聯展－逸清藝術中心 



1993  壺說八道聯展－逸清藝術中心 

1994  全國壺展－春稻藝術坊 

   新人展－春稻藝術坊 

   地水火風‧現代壺展－景陶坊陶藝專業藝廊 

   現代陶創作展－耕讀園茶莊 

   像這樣對泥土的感情，生活陶展－啄木坊 

1995  秋季最美的邀約－啄木坊 

1996  禮品陶特展－景陶坊陶藝專業藝廊 

   共識 － 阮俊隆、張素陶展－啄木坊 

何新智何新智何新智何新智    

1970  生於高雄縣 

1988  入如苑工作室 

1992  入會陶館 

1994  成立“嗎咕嚕＂工作室 

      啄木坊陶藝聯展 

劉小評劉小評劉小評劉小評    

1973  生於高雄市 

1991  樂育高中美工科畢業 

1992  京華藝術中心“壺仙正傳＂聯展 

      台中龍心百貨創作壺展 

1994  當代陶壺創作展 

1995  台中龍心百貨個展 

梁冠英梁冠英梁冠英梁冠英    

1961  出生 

1986  台北市美術館新陶之生優選 

     高市美展 「工藝組第三名」 作品典藏 

1987  高市文化中心 「新陶雙個展」 

1992  高市美展工藝組優選 

1993  高市美展工藝組優選 

1994  高市景陶坊藝廊 「天目釉」專題展 

   高市阿普畫廊 「樂燒」 專題展 



   中華民國國際陶瓷博覽會邀請展 

1995  應邀參加台灣省社教文化基金會舉辦之 “台灣當代生活陶藝展＂ 

   歷史博物館陶藝雙年展入選二件 

1996  高市景陶坊藝廊 [碗風碟舞] 食器專題展 

1997  高市景陶坊藝廊 [97"碗風碟舞] 食器專題展 

1999  高市景陶坊藝廊 [碗香碟味] 食器專題展 

     中國北京 “中華陶藝兩岸交流展＂ 

     法國紅堡 “當代陶藝雙年展＂ 

    美國紐約 “當代陶藝展＂ 

 比利時 “台灣與傳統中華文化特展＂ 

陳佳妙陳佳妙陳佳妙陳佳妙    

1965  生於高雄縣 

1985  畢業於私立樹德家商 

1992  開始習陶 

1995  設立陶藝個人工作室 

1997  當代陶藝壺韻飄香--當代陶藝館 

黃正欽黃正欽黃正欽黃正欽    

1966  生 

      台北市立師院美勞系畢業 

1990  進連寶猜、陳秋吉工作室習陶 

1991  進陶林陶藝工作室 

1993  師吳毓棠教授學習釉藥 

1994  成立個人工作室於八里 

1995  第三屆金陶獎傳統創新組美術館獎 

陳淑耘陳淑耘陳淑耘陳淑耘    

1969  生於台中縣 

1989  新竹師專美勞科畢業 

1992  京華藝術中心“壺仙正傳＂聯展 

      春稻藝術坊“現代陶壺創作展＂ 

      台中干城展覽館“當代陶藝展＂ 

      台北世貿巨蛋館“茶道壺藝展＂ 



1993  尖特美藝術館“當代陶藝展＂ 

      當代陶藝館“壺不規＂聯展 

      台中世貿展覽館“當代陶藝展＂ 

王明發王明發王明發王明發    

1968  生於高雄縣 

1989〜1991 師事林葆家、吳毓棠教授 

1992  高雄金陵藝術中心陶藝聯展 

      台中龍心百貨陶藝聯展 

      台中八佰伴百貨陶藝聯展 

1993  台北力霸百貨陶林陶藝展 

      任教陶林陶藝教室 

1994  設立“玉湖窯＂陶藝工作室    

吳金維吳金維吳金維吳金維    

1968  生於台灣省宜蘭縣 

1988  復興商工美工科畢 

1988  第十五屆台北市美展入選 

1988  第四十四屆全省美展入選 

1990  成立維陶坊工作室 

1991  第四屆陶藝雙年展入選 

1991  第十八屆台北市美展入選 

1992  第四屆北縣美展入選 

1993  首次個展於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1994  第十一屆高市美展入選 

      第四十九屆全省美展優選 

李明松李明松李明松李明松    

1967  生於雲林縣 

1988  台北市美展(第十六屆)第一名 

1989  國立藝專雕塑科畢業 

1990  首次個展於台北 

1993  當代陶藝名家展於台中 

      逸清「壼說八道」聯展 



      當代陶藝名家聯展於高雄 

      當代陶藝個展 

1994  台中市文化中心邀請個展 

林永松林永松林永松林永松    

1962  生 

1986  文化大學美術系畢 

創立灼窯工作室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參加十餘次聯展 

吳智仁吳智仁吳智仁吳智仁    

1960  生 

1985  習陶 

1991  個展 2次 

1993  聯展 1次 

李淳雄李淳雄李淳雄李淳雄    

1961  生 

1986  年創立彰化聯合創作陶坊 

      彰化文化中心陶藝研習教師 

      彰化美術學會會員 

      彰化中小學陶藝研習指導老師 

1993  年作品獲金陶獎佳作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參加 4次聯展 

李幸龍李幸龍李幸龍李幸龍    

1964  出生 

      大甲高中美工科畢 

1987  成立「費揚古」陶藝工作室於清水 

1988  獲台中縣第一屆美展第二名 

1991  以製作具有民族特色的茶壺聞名 



1996  以「花的系列」作品獲第五屆民族工藝獎 

1998  展出漆陶作品，展現陶藝與漆藝新生的力量 

典藏典藏典藏典藏：：：：作品獲歷史博物館、美術館、文化中心等典藏 12件 

出版出版出版出版：：：：李幸龍陶藝輯（左羊出版社）、李幸龍陶藝輯（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沈東寧沈東寧沈東寧沈東寧    

1958  生於新竹 

1980  新竹師專美術科畢業 

1982  入邱煥堂陶藝教室習陶 

1986  第一屆陶藝雙年展銅牌獎 

1988  第二屆陶藝雙年展金牌獎 

1989  台北縣美展陶藝類第一名，歷史博物館典藏作品一件 

1990  第三屆陶藝雙年展任評審委員 

1992  中華民國現代陶藝國際邀請展銀牌獎，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作品二件 

楊秀足楊秀足楊秀足楊秀足    

1969  生於台中縣 

1989  “百煉陶房＂習陶 

1992  成立個人工作室 

      春稻藝術坊“現代陶壺創作展＂ 

      台中干城展覽館“當代陶藝展＂ 

      台北世貿巨蛋館“茶道壺藝展＂ 

1993  台中世貿展覽館“當代陶美展＂ 

陳鏡陳鏡陳鏡陳鏡 

1969  生於台灣台中縣 

1991  第四屆陶藝雙年展入選 

1992  高雄縣美術家聯展優選 

      根原藝廊陶藝個展 

      成立＂熚工館＂陶藝工作室 

1994  第二屆金陶獎社會組傳統創新銅獎 

      省美術邀請參加台灣當代陶藝展 



      中國淄博國際陶藝展火神優秀獎 

廖瑞章廖瑞章廖瑞章廖瑞章    

1963  生 

      羅徹斯特文理學院純藝術碩士 

1993  成立工作室 

      國內 6次聯展，國外 6次聯展 

     “新域＂當代台灣陶藝家巡迴展 

      加州洛杉磯工作室及馬里蘭州巴爾第摩陶藝創作 

吳建福吳建福吳建福吳建福    

1966  生於台灣花蓮 

1989  第十三屆全國美展陶藝入選 

1990  文化大學美術系西畫組畢 

1992  文藝金獅獎銀牌 

1993  中華民國第五屆陶藝雙年展入選 

1994  天母大葉高島屋百貨公司展 

邵婷如邵婷如邵婷如邵婷如    

1963  生於台北 

1990、1991、1992、1993 分別入選和優選國利歷史博物館（陶藝雙年展）、 

                       台北市立美術館（市美展）、台北縣文化中心（縣美展） 

1992  入選紐西蘭裘立富國際陶藝大賽 

1993  入選義大利凡恩札國際陶藝大賽 

1994  獲中華民國第六屆陶藝雙年展典藏獎 

1996  受邀美國 NCECA 參加紐約「台灣館」展出 

1997  為美國佛羅里達中央大學邀請藝術家 

1998  為日本信樂「陶藝之森」駐地藝術家 

1999  為匈牙利「國際陶藝中心」獎學金補助駐地藝術家 

2000  為日本武雄市邀請藝術家 

2001  為丹麥「國際陶藝中心」獎學金補助駐地藝術家 

      入選義大利凡恩札國際陶藝大賽 

2002  為日本信樂「陶藝之森」駐地藝術家 



典藏典藏典藏典藏：：：：作品為美國、日本、匈牙利、義大利、丹麥與希臘美術館與基金會等典藏

12 件；國內立歷史博物館與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縣鶯歌陶瓷博物館典藏共 4

件。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作品受邀美國、加拿大、日本、匈牙利、希臘、紐西蘭、英國、義大利、

丹麥、德國、中國大陸與台灣美術館、博物館、藝廊等，國內國外邀請展計 62

次，個展 10次。 

林重光林重光林重光林重光（（（（塵客塵客塵客塵客））））    

1963  台北縣金山鄉出生 

1986  文化大學美術系（西畫組）畢業 

1986〜1994 專事陶藝 

1994  設立泥指個人工作室 

陳明輝陳明輝陳明輝陳明輝    

1959  生 

1977  協和工商美工科畢業 

1985  成立吉窯陶藝工作室，師承林葆家老師 

1993  入選第二十屆北市美展 

      第二屆金陶獎佳作 

1994  入選第二十一屆北市美展（兩件） 

參加多次聯展 

翁國珍翁國珍翁國珍翁國珍    

1960  生於鶯歌 

1983  前英國首相奚斯收藏“哈密瓜＂作品 

1986  第一屆陶藝雙年展入選 

1987  台北市立美術館“新造形陶藝展＂ 

1989  省立美術館“當代陶藝展＂ 

      陶藝雙年展入選 

1991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邀請個展 

      作品“溫室效應＂獲北縣文化中心典藏 

1993  陶藝雙年展入選 

1994  南瀛美展入選 



施惠吟施惠吟施惠吟施惠吟    

1961  生 

1986  陶林陶藝教室習陶 

1988  個人陶藝展於美國文化中心 

      第十五屆北市美展陶藝部第二名 

1992  第一屆金陶獎創作組銅牌獎 

1994  紐西蘭富雷裘陶藝競賽優選獎 

      作品“往昔＂獲奧克蘭博物館購藏 

      第二次陶藝個展於逸清藝術中心 

李懷錦李懷錦李懷錦李懷錦    

1959  生 

1978  大甲高中美工科畢 

1982  專業作陶 

1983  全國美展優選 

1985  成立「上耶工作室」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舉辦多次個展、聯展，並獲第三屆金陶獎造形創新銀獎 

陳國能陳國能陳國能陳國能    

1959  生於台中縣 

1979  新竹師專美術科畢業 

1984  北美館現代陶藝推廣展／非實用陶藝類佳作獎 

1986  新陶之生，作品「無題」第一名、「勁」優選 

1990  第三屆陶藝雙年展銀牌獎 

1991  入選法國華樂利陶藝雙年展、中華民國現代陶藝國際邀請展銀牌獎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曾舉辦五次個展及多次聯展 

典藏典藏典藏典藏：：：：作品獲北市美術館、歷史博物館及美國北亞桑那大學美術館典藏 

宮重文宮重文宮重文宮重文    

1961  生 



文化大學美術系畢 

成立如苑工作室於北投 

1992  成立會陶館工作室 

1991  第五屆南瀛美展南瀛獎、第四十六屆全省美展省政府獎、第四屆陶藝雙年

展金牌獎 

1992  第四十七屆全省美展教育廳獎，四十八屆全省美展入選 

典藏典藏典藏典藏：：：：作品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南縣立文化中心典藏 

曾明男曾明男曾明男曾明男    

1937 生 

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工藝科畢 

從事陶藝創作 

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陶藝審議委員 

中華民國陶藝雙年展，評審委員 

高市、北市美展、南瀛展評審 

文建會民族工藝獎評審 

臺中師範學院兼任講師 

臺灣省陶藝學會創會會長 

著《現代陶》、《陶藝》等書 

現任國美館展品審查委員，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委員，臺北市立美術館審議委員 

「臺灣藝術大道」倡導人、籌備會主任委員 

展歷展歷展歷展歷    

1981  年應邀參加國立歷史博物館中日陶藝家聯展 

1982、1984 年代表中華民國參加法國華樂利國際陶藝展 

1986  邀參加國立故宮博物院當代藝術嘗試展 

1988  邀歷史博物館個展 

1991  應邀省立美術館個展 

鄭永國鄭永國鄭永國鄭永國    

1957  生於新竹 

1981  入邱煥堂工作室習陶 

1985  台北市立美術館“國際陶藝展＂入選 

1986  第一屆陶藝雙年展入選 



1988  第二屆陶藝雙年展入選 

      文建會“當代陶藝—歐洲巡迴展＂邀展 

1989  第十二屆全國美展工藝組佳作 

1990  第三屆陶藝雙年展邀請參展作品“璞玉＂獲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典藏 

1992  中華民國現代陶藝國際邀請展邀展 

王明榮王明榮王明榮王明榮    

1954  生於屏東 

1980  國立藝專美工科畢業 

      師事劉峰雄、林葆家、吳毓棠教授 

1980〜1986 省立大甲高中美工科教師 

1986  成立百煉陶坊至今 

      曾個展及省展、國展…等 

唐國樑唐國樑唐國樑唐國樑    

1957  生 

1979  國立藝專雕塑科畢 

1987  任教國立藝術學院 

1987  成立私人工作室專業創作 

1992  發起中華民國陶藝協會並擔任常務理事 

展歷展歷展歷展歷    

1979  年全省美展雕塑優選 

1988  年中華民國當代陶瓷歐洲巡迴展（文建會主辦） 

1990  年國立歷史博物館邀請展 

1993  年第一次個展（台北敦煌藝術中心） 

1995  年第二次個展（台北 SOGO 百貨） 

1996  年第三次個展（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蔡榮祐蔡榮祐蔡榮祐蔡榮祐    

1944 生 

霧峰農校畢 

師事邱煥堂、林葆家 

入選多次國際陶藝展 

設立廣達藝苑開班授徒推廣現代陶藝 



獲省展永久免審查資格 

當選十大傑出青年 

曾在歷史博物館、省立美術館…等舉辦多次個展 

曾任多項美展評審，作品獲美術館典藏 

現為省美館展品評審、高美館典藏委員 

國際協會常務理事、省陶學會理事長 

范仲德范仲德范仲德范仲德    

1959  生 

1991  第四屆陶藝雙年展入選 

1992  南瀛美展入選 

1993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邀請個展 

      第五屆陶藝雙年展入選 

      第二屆金陶獎獲“評審特別獎＂ 

1994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個展 

      文建會省立美術館主辦“巴黎、紐約、台灣當代陶藝展＂ 

王盛辰王盛辰王盛辰王盛辰    

1945  生，台南市人 

1960  國立藝專雕塑科畢 

1977  美國聖荷西大學陶藝科畢業 

1978  作品陳列聖荷西 City hall(市政廳) 

1980  美國史丹福大學聖誕聯展 

1981、1982 日本 sakura kai 聯展 

1983  美國華人文藝展 

1984  陶朋舍個展 

1988  陶朋舍個展、醉陶展 

典藏典藏典藏典藏：西德漢堡 ART & CRAFT 博物館收藏 

吳祈和吳祈和吳祈和吳祈和    

1958  生 

1985  追日陶藝五人聯展 

1986  金石文化廣場生活陶品展 



1989  中華民國第三屆陶藝雙年展入選 

1990  台北縣第二屆美展陶藝優選 

1993  當代陶藝館陶壺創作個展 

張繼陶張繼陶張繼陶張繼陶    

1933  出生 

1961  兵工學校畢業 

1965  軍官外語學校畢業 

1976  師事林葆家 

1978〜1991 任實踐家專美工科老師 13 年 

1982〜1991 任中山科學研究院陶藝老師 9 年 

1989  獲頒國家陶業學會「陶藝貢獻獎」 

1998  任文化中心美展評審 

1999  任中華民國陶藝協會理事長、歷屆國展免審邀請展、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委員 

劉鎮洲劉鎮洲劉鎮洲劉鎮洲    

1951  生於台灣新竹 

1978  國立藝專美工科畢業 

1980  赴日本進入京都市立藝術大學 

1984  日本京都市立藝術大學美術研究所畢業 

      獲陶瓷工藝碩士學位，返國 

1987  成立“方圓陶舍＂工作室 

1994  成立“劉鎮洲陶藝研究室＂ 

      舉辦 6次個展、30餘次聯展 

      作品獲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縣立文化中心、邱和成文教基金會典藏 

      日本京都、台北富群商業大樓藝術陶壁製作 



作品欣賞作品欣賞作品欣賞作品欣賞    

        

岩石艦壺 

17×12×17 ㎝ 

王盛辰    

山水有情 

13×8×11 ㎝ 

林永松 

        
朱泥蜂巢壼 

14×10×10 ㎝ 

李明松 

秋意 

14×9×8 ㎝ 

李懷錦 

        
一團和氣母子壺 

32×26×34 ㎝ 

李幸龍 

雕塑茶壼 

14×9×8 ㎝ 

唐國樑 



 

        

啟事 

18×15×21 ㎝ 

宮重文 

一把象壼 

15×12×12 ㎝ 

張繼陶 

        
片把圓壼 

13×8×9 ㎝ 

陳國能 

咱是不可分的共同體Ⅰ 

27×15×10 ㎝ 

曾明男 

 


